
耶穌受難晚禱會 
 

時間：2021年 4 月 2 日 晚上 7:30 

司會：游昊慰弟兄                  司琴：張博宇弟兄 

＊序  樂 ……………………讚美 64 首 靠近十架…………….……… 張博宇弟兄 

  序  幕  伊甸園，上帝的園子/人墮落的園子 

一、即將受難，為門徒洗腳 

＊讀  經 …………………約翰福音 13:1-17 31b-35…………………會 眾 

1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2 吃晚飯的時候，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裡。 3 耶穌知道父已將
萬有交在他手裡，且知道自己是從 神出來的，又要歸到 神那裡去， 4 就離席站起來，脫了
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 5 隨後把水倒在盆裡，就洗門徒的腳，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 6 挨
到西門•彼得，彼得對他說：「主啊，你洗我的腳嗎？」 7 耶穌回答說：「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
道，後來必明白。」 8 彼得說：「你永不可洗我的腳！」耶穌說：「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
了。」 9 西門•彼得說：「主啊，不但我的腳，連手和頭也要洗。」 10 耶穌說：「凡洗過澡的人，
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你們是乾淨的，然而不都是乾淨的。」 11 耶穌原知道要賣他的
是誰，所以說：「你們不都是乾淨的。」 12 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他
們說：「我向你們所做的，你們明白嗎？ 13 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本
來是。 14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 15 我給你們作
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 16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
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人。 17 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31b「如今人子得了榮耀，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 32 神要因自己榮耀人子，並且要快快
地榮耀他。 33 小子們，我還有不多的時候與你們同在；後來你們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們
不能到。這話我曾對猶太人說過，如今也照樣對你們說。 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
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
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默  想 ……………………………………………………………………會 眾 

＊詩 歌 ………………頌主新歌 117 首 求來居我心 …………………會 眾 
 
1.在昔日我主為罪人降生 撇榮冕離天上寶座；在大衛之城 僅一陋馬棚 有空處作為主居所 

 
2.狐狸尚有洞 飛鳥居有巢 困乏時有綠蔭安住；惟神子露宿 過荒漠奔勞 在世間無枕首之處 

 
3.主昔來世間 廣傳生命道 使人得釋放享自由；卻反受譏諷 戴荊冠戲嘲 被釘死十架充罪囚 

 
4.何時唱凱歌 聲音滿諸天 因迎接得勝君歡喜；願聞主恩召 向罪人開言 在我旁有空處為祢 

 
副歌：求來居我心 主耶穌 在我心有空處為祢 求來居我心 主耶穌來 在我心有空處為祢 

 

＊禱  告 ……………………………………………………………………麥麗蓉姊妹 

二、客西馬尼園，禱告與爭戰的園子 

＊讀  經 ……馬太福音 26:20-25、36-46、約翰福音 18:2-3、12………黃歷溥弟兄 

20 耶穌和十二個門徒坐席。 21 正吃的時候，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
要賣我了。」 22 他們就甚憂愁，一個一個地問他說：「主，是我嗎？」 23 耶穌回答說：「同
我蘸手在盤子裡的，就是他要賣我。 24 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但賣人子的人
有禍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25 賣耶穌的猶大問他說：「拉比，是我嗎？」耶穌說：「你
說的是。」  

36 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就對他們說：「你們坐在這裡，等我到那邊去禱
告。」 37 於是帶著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就憂愁起來，極其難過， 38 便對他們說：
「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裡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39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
地，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
思。」 40 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怎麼樣？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嗎？ 
41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42 第二次又去禱告

說：「我父啊，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 43 又來，見他們睡著了，
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 44 耶穌又離開他們去了。第三次禱告，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 45 於
是來到門徒那裡，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吧（吧：或譯嗎？）！時候到了，人子被
賣在罪人手裡了。 46 起來！我們走吧。看哪，賣我的人近了。」 

約 18:2-3、12 

2 賣耶穌的猶大也知道那地方，因為耶穌和門徒屢次上那裡去聚集。 3 猶大領了一隊兵，和祭
司長並法利賽人的差役，拿著燈籠、火把、兵器，就來到園裡。  12 那隊兵和千夫長，並猶太
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穌，把他捆綁了。 

＊默  想……………………………………………………………………會 眾 

＊詩 歌 ……………………… 讚美 62 首 救主獨自 …………………會 眾 
 

1. 救主獨自夜間禱告，跪在客西馬尼， 當日獨自喝盡苦杯，為我受苦到底。 

2. 救主獨自站立受審，在彼拉多庭前， 獨自戴上荊棘冠冕，眾人所棄所厭。 

3. 救主獨自掛在十架，為救世人靈魂， 父神和人全都離棄，救主獨自捨身。 

副歌：救主為我，獨自背負罪過；捨命拯救祂的子民， 獨自受苦，流血，捨命為我。 
 

＊禱  告 ……………………………………………………………………莊茵茹姊妹 

三、樂園，與主同在的園子 

＊讀  經 …………………………路加福音 23:32-43……………………李定騏弟兄 

32 又有兩個犯人，和耶穌一同帶來處死。 33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裡把耶
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 34 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
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兵丁就拈鬮分他的衣服。 35 百姓站在那裡觀看。官府
也嗤笑他，說：「他救了別人；他若是基督， 神所揀選的，可以救自己吧！」 36 兵丁也戲弄
他，上前拿醋送給他喝， 37 說：「你若是猶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 38 在耶穌以上有一
個牌子（有古卷加：用希臘、羅馬、希伯來的文字）寫著：「這是猶太人的王。」 39 那同釘的
兩個犯人有一個譏笑他，說：「你不是基督嗎？可以救自己和我們吧！」 40 那一個就應聲責備
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 神嗎？ 41 我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做的
相稱，但這個人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 42 就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
我！」 43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 

＊默  想 …………………………………………………………………會 眾 

＊詩 歌 ……………………… 讚美 67首 古舊十架……………………會 眾 
 

1.  各各他山嶺上，孤立古舊十架，這乃是羞辱痛苦記號； 

神愛子主耶穌，為世人被釘死，這十架為我最愛最寶。 
 

2.  主寶貴十字架，乃世人所輕視，我卻認為是神愛可誇； 

神愛子主耶穌，離棄天堂榮華，背此苦架走向各各他。 
 

3.  各各他之十架，雖然滿有血跡，我仍然以此架為美聖； 

因在此寶架上，救主為我捨命，擔我眾罪使我蒙恩拯。 
 

4.  故我樂意背負，此奇妙的寶架，甘願受世人輕視辱罵； 

不日救主再臨，迎接我同昇天，永遠分享榮福在天家。 
 

副歌：故我愛高舉十字寶架，直到在主台前見主面， 

我一生要背負十字架，此十架可換公義冠冕。 

＊禱  告 ……………………………………………………………………游昊慰弟兄 

四、各各他園，我主埋葬的地方 

＊讀  經 …………路 23:44-47、太 27:5、約 19:38-42  太 27:60b………黃淦基弟兄 

耶穌的死亡   路 23-44-47 

44 那時約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 45 日頭變黑了；殿裡的幔子從當中裂為兩半。 46 
耶穌大聲喊著說：「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說了這話，氣就斷了。 47 百夫長看見



所成的事，就歸榮耀與 神，說：「這真是個義人！」 
 
耶穌的安葬   太 27:57  約 19:38-42  太 27:60b 

57 到了晚上，有一個財主，名叫約瑟，是亞利馬太來的，他也是耶穌的門徒。 

38 只因怕猶太人，就暗暗地作門徒。他來求彼拉多，要把耶穌的身體領去。彼拉多允准，他就把
耶穌的身體領去了。  

39 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裡去見耶穌的，帶著沒藥和沉香約有一百斤前來。 40 他們就照
猶太人殯葬的規矩，把耶穌的身體用細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41 在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個
園子，園子裡有一座新墳墓，是從來沒有葬過人的。 42 只因是猶太人的預備日，又因那墳墓近，
他們就把耶穌安放在那裡。 60b 又把大石頭滾到墓門口。 

＊默  想 …………………………………………………………….………會 眾 

＊詩 歌 ………….……….…讚美 64 首 靠近十架 ….……..…………會 眾 

1.  求主使我近十架，在彼有生命水，由各各他山流下，白白賜人洗罪。 
 

2.  我與主同釘十架，和祂同葬同活，今基督居住我心，不再是我活著。 
 

3.  我立志不傳別的，只傳耶穌基督，並他為我釘十架，復活作救贖主。 
 

4.  我願意別無所誇，但誇救主十架，世界對我已釘死，我以死對待它。 
 

副歌：十字架，十字架，永遠是我榮耀，我眾罪都喜清潔，惟靠耶穌寶血。 

＊禱  告 …………………………………………………….………………謝美蓉姊妹 

終  幕  天上的園子，新天新地 

＊讀  經 …………..…....……啟示錄 21:1-5; 22:1-5……......…………..…會 眾 

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
路撒冷由 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
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
們同在，作他們的 神。 4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
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5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1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 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3 以後
再沒有咒詛；在城裡有 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 4 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
必寫在他們的額上。 5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 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
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默  想 ……………………………………………………………………會 眾 

＊詩  歌……………………讚美之泉 新耶路撒冷………………………會 眾 
 

期待那一天 親眼見祢面 永遠不分離 在新耶路撒冷 

城內有一道 生命水的河 黃金的街道 有神榮耀光照 
 

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 親自與我們同在 我們作祂子民 與祂同住 

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 擦去一切的眼淚 不再有傷悲 因一切都更新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沒有哭號疼痛 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這是我渴慕  這是我等待 永永遠遠 與祢同作王 

＊散  會 ……………………………………………………………………會 眾 
 

～請安靜有秩序地離開，心中仍然持續默想主的受難與死亡。主復活的早晨， 

我們再回到這裡，屆時我們要一同慶賀主的復活！ ～ 

 

司會 游昊慰弟兄 司琴 張博宇弟兄 
招待 

史愛梅姊妹 

直播 李定騏弟兄 音控 謝美賢姊妹 黃淦基弟兄 

 

2021年耶穌受難晚禱會 

時間：2021 年 04 月 02 日  晚上 7:30 


